新闻热线

2018 年 5 月 16 日 星期三

责编/邢增丰 美编/颜鹏

02时政要闻

刘赐贵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要求全省广大党员干部

在建设海南自贸区（港）的实践中
勇当先锋做好表率
南 国 都 市 报 5 月 15 日 讯 （记 者 黄
婷） 今天下午，省委书记刘赐贵主持召开
省委常委会会议，带领大家再次深入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4·13”重要讲话精神，
研究部署百日大招商 （项目） 活动。刘赐
贵要求，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
彻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勇当先锋、做
好表率，在海南自贸区 （港） 建设的每项
工作上，都自觉站在党和国家大局上想问
题、办事情，在践行“四个意识”和“四
个自信”上勇当先锋，在讲政治、顾大
局、守规矩上做好表率，争创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动范例。
会议重点学习了“海南要坚持和加强
党的全面领导，确保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正
确方向”的有关重要论述。会议强调，推
进海南自贸区 （港） 建设，是习近平总书

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
国家战略，是党中央赋予海南广大党员干
部的光荣任务和重大使命。全省每位党员
和各级干部都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化
认识、统一思想、凝聚共识，以习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在百日大招商 （项
目） 活动、百万人才进海南行动等具体工
作中勇当先锋、做好表率，加快建设美好
新海南，服务国家战略。要进一步完善考
核评价机制，激发全体党员干部的积极
性，不断提高干事创业的能力，廉洁自
律、奋发有为，为海南自贸区 （港） 建设
作出更大贡献。
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 《2018 中国
（海南） 自由贸易区 （港） 百日大招商 （项
目） 活动实施方案》，研究部署了百日大招
商 （项目） 活动。会议要求，方案正式出

台后，要通过新闻媒体公布相关政策信
息，让各地企业清楚知道我们招什么、怎
么招。要坚持“全省一盘棋”原则，统筹
考虑项目布局，注重落地实效，防止“大
呼 隆 ”。 要 把 此 次 活 动 作 为 海 南 自 贸 区
（港） 长期招商的启动阶段和练兵过程，一
方面招来适应海南定位的优秀企业、项
目，落地符合海南特点的政策，一方面创
新、积累、总结、发扬好经验好做法，练
就服务市场主体和营造一流营商环境的过
硬本领，形成更多制度化的成果和举措，
为自由贸易区 （港） 长期招商打下良好基
础。
会 议 研 究 了 中 国 （海 南） 自 由 贸 易
区 （港） 网筹建情况，要求网站开发必
须紧紧围绕服务百日大招商 （项目） 活
动和百万人才进海南行动，充分实现与

国内外人才和企业的远程互动，加强工
作人员的政策和业务培训，构筑服务人
才和企业的便捷网络通道。会议审议并
原则通过了 《百万人才进海南行动计划
（2018—2025 年）》配套政策，涉及干部双
向挂职锻炼、急需紧缺人才招录、选调
优秀大学毕业生到基层培养锻炼、建设
人才服务“一站式”平台等。会议要
求，将上述配套政策公开发布，确保政
策落地实施公开、公平、透明，把海南
自由贸易区 （港） 建设真正需要的优秀
人才吸引进来。会议审议通过了省政府
办公厅 《关于促进总部经济发展的工作
意见》 及配套文件、省委省政府 《关于
大力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会
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省委常委出席会
议，部分现职省领导列席会议。

省政府与中国贸促会考察团举行工作座谈

抓住自贸区（港）建设机遇推动海南经济高质量发展
姜增伟沈晓明参加

南国都市报 5 月 15 日讯（记者 黄婷）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国际商会邀
请 47 家（其中含 13 家 2017 年世界 500 强企
业）中外知名企业负责人来琼考察调研。今
天上午，
省政府与中国贸促会考察团在海口
举行工作座谈。中国贸促会会长姜增伟、省
长沈晓明参加座谈并讲话。
座谈会上，
省政府有关部门介绍了海南
自贸区（港）建设相关政策、
海南总体规划（含
产业规划）、重点招商项目等情况。中国建
设银行、
大唐集团、
通用电气、
美国高通、
太平
洋建设集团、大商集团、亨通集团等企业作
了交流发言，就海南自贸区（港）建设提出了
建设性建议，
表示将加大在琼投资力度。
沈晓明代表省委、省政府和省委书记刘
赐贵感谢中国贸促会、中国国际商会及知名
企业家关心和支持海南发展。他提出，
海南

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加快推进自贸
区（港）建设要做好三件事。一是更加地高
举改革开放大旗；
二是在全球经济格局中谋
划海南定位；三是以贯彻落实习总书记“4·
13”重要讲话和中央 12 号文件精神为动力，
推动海南经济高质量转型发展。
就海南自贸区（港）建设和未来产业布
局，
沈晓明说，
党中央赋予了海南全岛建设自
贸区，
探索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历史
使命，
是海南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
和千载难逢的机遇，
我们将在积极推进自贸
区建设过程中，同步探索中国特色自贸港的
建设，
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产业布局方
面，
海南将以发展旅游业、
高新技术产业和现
代服务业为主导，
专心致志做好得天独厚的
海南
“文章”
。坚持
“把海南当作一个大景区打
造”
的思路推进全域旅游发展，
重点建设好环

岛旅游公路、
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培育南繁、
深
海、航天等
“海陆空”3 个未来高新技术产业；
利用好国家赋予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
区的一系列优惠政策，
发展医疗旅游等现代
服务业。欢迎各位企业家来琼投资，希望在
守住生态环境底线的同时，尽量做到项目建
设用地少一点、
税收多一点、
就业质量高一点。
姜增伟表示，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
开放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
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海南省委
省政府对中央的部署态度鲜明、行动迅
速，为加快与企业的交流、推动项目落地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当前，企业界对海南
新一轮改革开放充满期待，愿积极参与到
海南自贸区 （港） 建设当中，推动海南经
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中国贸促会将继续
搭建平台，组织中国国际商会会员企业来

海南投资兴业，一道助力海南自贸区
（港） 建设。中国贸促会将在海南设立中国
贸促会 （海南） 自由贸易试验区服务中心
等相关服务机构，促进海南自贸区 （港）
软环境建设。全力支持海南省贸促会深化
改革，力争将海南省贸促会打造成为与中
国特色自由贸易港体系相匹配的世界一流
区域贸易投资促进机构。同时根据海南特
点，进一步研究有关贸易投资及商业化的
规则，协助海南开展国际交流，为推进海
南新一轮改革开放作出积极贡献。
座谈会前，考察团先后到省规划展馆和
省政务数据中心考察调研，了解有关省域
“多规合一”改革、十二个重点产业发展、数
据中心建设运行及应用等情况。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毛超峰，副省长
彭金辉，省政府秘书长倪强参加相关活动。

海口优秀“候鸟型”人才、拔尖人才等评选条件出炉

拔尖人才享受一次性政府津贴 2 万元
评选条件

1、优秀“候鸟型”人才
来海口季节性休养、生活、旅游的非海南
户籍，受聘于在海口注册的企事业单位、社会
组织工作 1 个月以上的“候鸟”，受聘期间，工
作成效显著、社会评价较好。
此外还需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具有副高以上专业技术资格或高级技师以
上技能等级，受聘区以下企事业单位可放宽至
中级专业技术资格或技师技能等级；
掌握特殊技能的工匠型人才或省级以上行业
协会或行业主管部门认定的专门型技能人才；
在各领域有较深造诣或广泛影响力，且无

指标待遇

南国都市报 5
月 15 日讯（记者 胡
诚 勇）为 落 实 “ 人
才强市、人才兴
市”战略，海口市
已 启 动 2018 年 优
秀“候鸟型”人
才、拔尖人才、科
技创新创业团队选
拔工作，符合条件
的个人和团队可向
所在单位和相关主
管部门提交申请材
料。这是记者 5 月
15 日从海口市委组
织部和海口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获悉的最新消息。

1、2018 年海口优秀“候鸟型”人才评选指
标不超过 100 个，评选出的优秀“候鸟型”人
才享受一次性工作补贴 5000 元；
2、海口拔尖人才选拔指标 30 名，评选出

专业技术资格或技能等级的；
海口市经济社会发展所急需的其他人才。
2、拔尖人才
在科技创新、经营管理、专业技能和教育
教学、医疗卫生、科学研究、文艺创作、体育
竞赛等方面达到领先水平，并为海口经济建设
和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在职在岗的各类专
家、学者、技术和技能人员。具体选拔标准可
参照 《海口市拔尖人才选拔管理暂行办法》。
3、科技创新创业团队
从事高新技术产品研发及推广应用，
拥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发明专利，
满足海口发展建设的现实需求；

的拔尖人才享受一次性政府津贴 2 万元，并按
《海口市拔尖人才选拔管理暂行办法》 享受相
应优惠待遇；
3、科技创新创业团队评选指标不超过 10

团队成员不少于5人，
其中带头人1名，
核心成员3名；
团队三分之一以上成员在国内外科研机构
或省级重大项目稳定合作 1 年以上；
具有良好的创新平台，一般以院士工作
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或省级重点学科、重点
专业、重点实验室等为依托；
科技创新团队带头人应当具有较高的学术
和技术水平，具备以下条件之一：拥有国内外
发明专利并曾获省部级以上科技进步奖或优秀
科研成果奖；主持过省级以上重点实验室工作，
或主持完成省级以上重点项目；自带项目、资金
的科技创新创业团队带头人。

个，其中引进团队不超过 5 个，培育团队不超
过 5 个，评选出的科技创新创业团队按 《海口
市引进和培育科技创新创业团队暂行办法》 享
受相应优惠待遇。

